
 

104學年度校長與口腔醫學院教師及學生代表有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5年 6 月 1日(三)中午 12：00-14：00 

開會地點：國研大樓 5樓 IR501階梯教室 

主 持 人：劉景寬校長、李澤民院長 

參加人員：劉景寬校長、楊俊毓副校長(請假)、王秀紅副校長(請假)、郭明良副校長、李澤民

院長、王震乾主任、黃曉靈主任、林英助組長、王彥雄組長、陳丙何組長、口腔醫

學院教師(詳如簽到表)、各年級班代表(詳如簽到表)、各系會長(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林志隆教務長(何佩珊組長代)、羅怡卿學務長(陳朝政秘書代)、黃耀斌總務長、 

陳正生主任秘書、蔡宜玲秘書、陳靜宜秘書、孫幸君、鄭怡秀、劉怡麟、佘明晉、 

馬金蓄、潘素蘭 

記錄人員：孫幸君 

 
 

壹、 報告事項 

1. 李澤民院長： 

為促進校級首長、院系主管、教師及學生代表近距離溝通交流，特舉辦「校長與各學院教

師及學生代表有約」，藉由此座談會讓學院師生提出其問題與建議。 

2. 劉景寬校長： 

為促進學校與師生的溝通與交流，已多次舉辦「校長與各學院教師及學生代表有約」， 

本次座談會除瞭解學院師生對校、院、系務發展之問題及建議，並做近距離溝通交流外，

另會對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做報告及對近來校園爭議的緣由做說明。 

(1).學校現行組織與運作情形：陳正生主任秘書報告（如簡報資料，略）。 

(2).校務發展計畫：劉景寬校長報告（如簡報資料，略）。 

 

 

貳、 學生代表建議 

提案一、（10506-1） 

案由：口腔醫學院師生對校、院、系務之問題及建議事項，請討論。 

說明：各班代表於會前彙整提出的問題已請各單位回覆說明（詳如附件一），若有需再進一步

說明或其他尚未提出的問題，請提出討論。 

決議：師生提出之問題及建議事項與各單位回覆說明彙整如表（如附件二）。 

 

 

 

參、臨時動議 無 

 

 

參、散會  是日下午14時00分。 

 

 

  

http://www2.k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5
http://www2.k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4


 

校長與口腔醫學院學生代表有約問題彙整表（會議前） 

建議人員 

/系級 
建  議  事  項 回應單位 具  體  處  理  情  形 備註 

牙醫系 

4年級 

希望濟世大樓 B1健身房加

裝通風設備或冷氣 

總務處 本處營繕組將於暑假社團辦公

室整修時加裝一進一排通風

扇，以改善健身房之通風量 

 

牙醫系 

4年級 

啟川大樓 1F之體適能中心

開放時段多一點 

運醫系 因考量管理與人事因素，且上

學期有試辦延長開放時間至晚

上九點，但人數少，未達預期，

故維持原開放時段。 

將視學員人數及使用率，再評

估試辦延長開放時間之可行

性。 

 

牙醫系 

4年級 

實驗室 X光機全部大升級

(好像不是第一次提了) 

其實機台不一定是壞掉，只

是負荷不了那麼多同學使

用，這樣讓同學上課花了很

大部分的時間在排隊等待 

牙醫系 
1. 已募集經費(104學年度資

本門剩餘款 8萬、本學系募

款經費 22萬)進行採購程

序，預計本學期結束前購置

2台 X光機，也請同學愛惜

使用。機器使用需要適度的

間隔，好讓機器可以冷卻。 

2. 將提至課程委員會討論，將

牙髓病實驗和牙放實驗上

課學期錯開，以減輕機器的

負載。 

 

牙醫系 

4年級 

Lab實驗室開放參考其他學

校，學生可以自由進出加開 

牙醫系 
1. Lab實驗室在實驗課以外的

時間均有加開，平均每個月

加開時間約 50小時(加開時

間:星期一到星期六 

8:00-17:00)。 

2. 希望建議的同學可以更清

楚的表達無法在加開時間

使用實驗室的原因，還有希

望實驗室額外加開的時間。 

 

牙醫系 

4年級 

舊二棟和實驗室外加設足夠

飲水機 

總務處 
目前在第一棟 1F、2F 及第二棟

1F已設有飲水機，但經常發現

各棟大樓飲水機被外人以大水

桶取水，且不聽勸導，致使常

有水量不足或缺水的問題，可

 

 



 

先行增加貯水桶，若仍有不

足，煩請學生代表與總務處檢

討增設之必要性及適當之地

點，若經評估確有必要且工程

技術可達，本處配合辦理。 

牙醫系 

4年級 

實驗室 wifi訊號可以好一點 圖資處 若同學所指的實驗室是位於綜

合實驗大樓的實驗室，圖資處

已計畫於 105年 12月底前更新

該大樓的無線網路基地台。 

 

牙醫系 

4年級 

N廣場的燈可不可維修好 

不能使用的狀態大概有一年

多了 

總務處 因該處電燈皆為挑高 8M，需搭

鷹架或採升降機進行高空作

業，執行一次要花費之金額龐

大，在不影響整體照明的前題

下，累積至一定數量再進行一

次性工程更換，現已有 14盞故

障，已於 5/29 完成更換。 

 

 

  



 

校長與口腔醫學院學生代表有約問題彙整表（會議中） 

建議人員 

/系級 
建  議  事  項 回應單位 具  體  處  理  情  形 備註 

牙醫系 

2年級 

大二上課業過於繁重，無法

有效學習，建議將大二上的

組織學和組織學實驗移到大

二下，大二下的口腔胚胎學

及組織學和口腔胚胎學及組

織學實驗移到大三上。 

牙醫系 有關牙醫系一、二年級課程的

建議，將提至課程委員會作整

體的再評估，包含公民素養的

培育、基礎課程及牙醫專業課

程與學分數的酌減等一併考

量。 

 

牙醫系 

教師 

師生從停車場至學校能有一

條有遮蔽的通道。 

 

總務處 目前除地下停車場至學校大樓

無遮蔽走道外，其他大樓間大

多有遮蔽走道連接。地下停車

場的整建工程規劃可望解決此

問題。 

 

牙醫系 

教師 

本校與其他學校的競爭主要

在教學，希望學校能再提昇

牙醫系的教學設備，以增進

牙醫系於全國科系排名的競

爭力。 

秘書室 1. 將評估規劃增購校外大樓，

若增購成功，未來牙科部可

擴建其診間，亦可讓牙醫系

學生有更充裕的實習場域。 

2. 附院將規劃整建工程，未來

的醫療大樓擬各具其特色，

口腔醫學大樓的增建可提出

一併考量規劃。 

 

牙醫系 

教師 

有關資本門預算分配，大學

生加乘之疑義。 

秘書室 本校「教學單位資本門預算分

配原則」在補助款部分有採計

醫學生加乘，其制訂背景係因

該經費來自教育部獎勵私校校

務發展計畫經費，依教育部獎

勵私校校務發展計畫要點規

定，在「大學日間部學生」部

分，目前僅對醫學系學生加乘， 

因教育部是按此要點分配預算

至學校，故本校也依此規則分

配經費至學院。 

 

牙醫系 

教師 

有關於綜合實驗大樓牙醫系

學生實驗室擬將搬遷至醫研

大樓，因該建築較為老舊，

需考量其管線問題，若能建

置口腔醫學大樓，可整併學

生實驗室及牙科門診等空間

設備。 

秘書室 

總務處 

1. 學生實驗室搬遷前，擬先整

建醫研大樓，故可重新規劃

其空間管線。 

2. 除校外大樓的購置增建牙科

門診規劃外，附院擬將再評

估規劃將 3F的空間整建成

牙科學生門診區，增加學生

學習空間。 

 

 



 

3. 希望現有空間能充分利用。 

補充說明：目前綜合實驗大樓

學生實驗室的搬遷規劃，牙醫

系學生實驗室擬將搬遷至醫研

大樓(一整層樓)，口衛系學生實

驗室擬搬遷整併至國研大樓 3F

臨床技能中心。會先將醫研大

樓的空間整修好再做搬遷。 

口衛碩 

研究生 

希望學院能規劃一個研究生

共用的空間，讓研究生可以

在此共同討論課業及研究。

如綜合實驗大樓學生實驗室

搬遷後，若有多餘的空間是

否可規劃予研究生。 

總務處 1. 綜合實驗大樓學生實驗室搬

遷後，該大樓將會拆除，故

將不會有多出的空間。 

2. 將會與各學院做進一步的瞭

解其現有的空間的使用情

形，希望各學院現有的空間

能被充分利用，提昇其使用

率，讓學院師生能更有效的

共用空間。 

3. 未來也將再進一步評估各單

位空間使用情形是否符合學

校空間分配準則。 

 

 

 

 

 

  


